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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社会福利中心 2018 年捐款 1000 元以上名单
捐款金额（单位：元）
捐款单位或捐款人
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宾分会
2018回国商务考察访团
133000
石狮市第二实验小学
23180
石狮市钱山普莲祥寺
20000
泉州市瑞福祥酒业有限公司
20000
石狮市佛教协会
10000
石狮市后湖白莲寺
10000
石狮市漂亮宝贝养生馆连锁机构
6886
石狮市第八中学
6220.7
石狮市善心缘助团协会联合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
小学部2016届二年（1）班全体师生
6000
永宁镇中心幼儿园
5784
石狮市红缨幼儿园
5610.9
锦尚镇中心幼儿园
5408
台湾同胞王明鸿
5000
石狮市贝林百桥幼儿园
5000

（注：以下爱心单位或人士名称按照捐款金额大小排名，同金额的按照捐款时间先后排名。感谢以下爱心单位及人士对石狮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关心与支持）
捐款金额（单位：元） 捐款单位或捐款人
捐款金额（单位：元） 捐款单位或捐款人
捐款金额（单位：元）
捐款单位或捐款人
聚元佛光缘小林
5000 董伦华、施洪洁慈善基金会
2000 衙口中心小学志愿服务队
1400
永宁爱心组
5000 石狮市西西儿服饰店
2000 抵抵互联网
1349.1
施温妮
5000 侯丽琼
2000 泉州抵抵互联网有限公司
1241.8
施君煌
5000 黄沛林、黄彦澄、黄彦熙
2000 石狮慧通TA17团队
1168
民革石狮总支部
5000 石狮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00 培德教育昂立珠心算
1150
华侨中学初三九班
5000 卢宇辰、卢泓钓
2000 东店村妇联
1000
聚元佛光缘
5000 石狮市锦峰幼儿园
2000 魏梦杰
1000
石狮一中98届初三（2）班全体师生
4288 泉州市恩济幸福商学院
2000 石狮市吴文化交流协会
1000
石狮市园林环卫管理处
3417 莲山寺
2000 李胜二
1000
深沪居士林青年爱心联谊会
3000 中共石狮市委办
2000 倪彩瑜
1000
石狮市中英文学校2017级7班
3000 洪三滚
2000 念念觉“麻子”佛学社
1000
石狮市小星星幼儿园
2800 福建石狮国有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 蔡琴珠
1000
张一铭
2600 石狮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
2000 侯水局
1000
晋江陈埭求聪中心小学
2100 石狮市蚶江镇石湖小学2016级02班 1800 蔡清雅
1000
石狮蚶江六和堂心灵环保
2000 爱心人士
1700 陈奕铵
1000
林辉生
2000 邱胤羲
1500 李先生
1000

捐款金额（单位：元）
捐款单位或捐款人
石狮市大仑中心小学
1000
石狮市大仑中心小学家委会
1000
福建耀星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
石狮百德幸福广场舞
1000
刘玉端
1000
张瀚桦
1000
侨乡石狮博爱团
1000
高幼丽、高青山、高莙鳞、高君淮
1000
关爱儿童慈善基金会
1000
蔡文姜
1000
石狮市德辉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1000
林腾龙
1000
林秀美
1000
蔡丽珊
1000
高达伟、谢绵绵
1000
蔡德财
1000

石狮市社会福利中心 2018 年大宗物品捐赠名单

捐赠单位/人
下宅助念群
石狮市第五实验幼儿园
广东省泉州商会

物品
热水器（美的）
洗衣机
小天鹅洗衣机

单位 数量 金额（单位：元）
台台 11 11060000
台 1 1300

捐赠单位/人
泉州吉安商会
平辉彩印有限公司

物品
消毒柜
消毒柜

单位
台台

数量 金额（单位：元）
11 11220009

石狮市社会福利中心衷心感谢社会各界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热烈祝贺
林挺争先生荣任莲埭小学校董会第八届董事长

蚶江中学八二级八五届同学

贺

我们的节日 春节

欢欢喜喜过大年 和和美美扬新风

关 键 词 文艺演出

永宁老街特色
“文化大餐”
持续至元宵节
本报讯 2月8日，永宁“老街有喜”非遗文化展正式开展。记者获悉，本次文化展作为第三届永宁古
卫城元宵庙会的系列活动之一，将持续到2月19日元宵节。
据了解，本次展出的非遗项目有侨批、木偶戏、南音、新通隆馅饼等，另有婚俗馆、糖饼店、手工粿炊
店、百家姓等文化展馆，永宁老街上店旗飘飘，灯笼高悬，喜迎八方来客。
“第三届永宁古卫城元宵庙会上还有更多精彩活动。”据永宁镇工作人员介绍，元宵当天永宁还将举
行美食庙会、花灯展、舞狮、人工降雪等活动，欢迎市民游客到永宁欢度元宵佳节。
（记者 占婷）

关
键
词
切
磋
棋
艺
本报讯 正月初一，锦尚镇东
店村委会的办公楼里落棋声不
断，2019年春节“东店杯”中国象
棋友谊赛在此举行。来自祥芝、
鸿山、锦尚、永宁、蚶江的24名象
棋高手齐聚东店，楚河汉界摆开
阵势，一决高下。
据悉，此次赛事由东店村委

关 键 词 文体节
本报讯 正月里来闹新春，
2019年鸿山镇东埔迎新春文化体
育节如期到来，给新春里的东埔
带来了欢歌笑语，也让村里人过
了个热热闹闹的春节。
记者了解到，此次文化体育
节由鸿山镇东埔村党总支，东埔
一、二、三村委会，老年协会和石
狮市东明教育促进会联合主办，
为期6天，在农历春节来临前的
东埔耀东自行车队的环镇骑行中
拉开了精彩的序幕。随后，篮球
比赛、乒乓球赛、冬泳比赛等竞赛

纷纷上阵，激烈而有趣的对抗竞
赛，不仅让参与的运动员们迸发
激情，更让特地前来观战的观众
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加油声、呐喊
声交织，在东埔上空回荡许久。
正月初一，由东埔村民和实中附
小东明校区的师生们精心准备的
文艺演出精彩亮相，吸引东埔本
村及周边村居的村民前来观看，
熟悉的乡邻纷纷上场展示，自编
自导自演的精彩节目赢得了群众
的阵阵掌声；夜幕降临，来自东埔
歌友会的专场演唱会正式开幕，

劲歌金曲从麦克风里传递出来，
表达的是农村生机勃勃的精气
神；东埔南音社的古乐奏唱，弦音
袅袅，共谱新时代的文化声音；还
有那灯谜竞猜活动，人头攒动，也
是一处人气聚集点……文体活动
丰富多彩，让全村老少玩得开心，
看得欢颜，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体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东埔村民
的春节文化生活，营造了欢乐祥
和的节日氛围，给东埔的春节增
添了浓浓的年味。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邱尚城）

会主办，以棋会友，让众多中国象
棋爱好者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切
磋棋艺，也让到场观战的村民近
距离感受中国象棋的纵横魅力。
此外，东店村还在村委会一楼举
办灯谜竞猜活动，进一步活跃春
节氛围。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邱允祝）

关 键 词 拔河比赛
本报讯 2月5日
是正月初一，当天下
午，永宁镇梅林小学
里热闹非凡，由梅林
村委会举办的新春拔
河比赛在这里举行。
当天，广大村民积极
参与，大家互相呐喊
助威，其乐融融，营造
了春节喜庆氛围。
（记者 占婷）

本报讯 2月5日是正月初一，这一天下午，宝
盖镇仑后村戏剧台上下一片欢腾。由村党支部、村
委会、老年协会、关工委联合组织举办的新春文艺
联欢活动正在这里举办。精彩的文艺演出给广大
村民和外来务工者带来了欢声笑语。同时，还带来
了文明新风倡导。
据悉，这场文艺联欢活动由仑后村的文艺队伍
自编自导自演，节目丰富多彩，既有歌舞，又有戏
曲，还有富有闽南特色的小品。仑后村还在联欢活
动中融入了移风易俗与传统美德的倡导，比如小品
《说嫁妆》倡导婚事简办，《婆媳斗嘴》传递的是尊老
敬老美德。当天，该村关工委还特地组织留在仑后
村过年的外来务工者子女一起观看演出，丰富外来
务工家庭的节日生活。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黄明彻 王丽霞）

关 键 词 篮球比赛
本报讯“好球！”“快攻得分！”今年春节，在锦
尚镇奈厝前村的锦里小学里，不时传来欢呼声和鼓
掌声，奈厝前村镇级篮球邀请赛在此举行，吸引了
众多村民前来观战。
据悉，此次比赛从正月初四开始，为期五天，共
邀请锦尚镇、内坑镇、宝盖镇、金井镇、安海镇及梅
岭街道等来自石狮、晋江的六支镇级代表队参赛，
激烈的篮球赛事给广大村民带来了更为浓厚的节
日气氛。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邱亚迎）

关 键 词 文体活动
本报讯 正月初一至正月初三，在党支部、村委
会、老年协会、关工委的联合组织下，宝盖镇后宅村
连续三天举办文体活动，让村民度过一个快乐的新
春佳节。其中包括每年保持的传统项目——为期
三天的篮球赛，由四个村民小组组队参赛；趣味性
十足的踩气球比赛，男女老少争相报名参加；灯谜
展猜，同样吸引了众多村民参与。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林大坚）

